
据《经济日报》报道，时下，不少地方通过各种渠
道和方式发放消费券，餐饮、旅游有满减券，住酒店
有五折券，汽车加油还有加油券，等等。人们的衣食
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所需，都被消费券“关照”到了，
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小到一餐一饭，大到买车买家电，新冠疫情暴发
后，不少地方通过发放数亿消费券来刺激和拉动消
费。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享受到了不少实惠，商家的
人气和品牌也积累了不少。不过，消费券总有发完
的时候，彼时消费活力该如何保持？消费券其实是
由政府买单的一种补贴，是向市场的一种“输血”，如
何激活消费市场的“造血”能力更为重要，这不仅考
验着商家的服务品质和能力，而且是对市场稳定、压
实疫情防控责任、落实防疫举措等方面工作的检
验。希望各方能够借着消费券的春风，为消费市场
复苏注入更多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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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部门正常办事不行，找中介却啥

都能办——据 8 月 15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报道，在一些地方，群众到相关部门办事碰

到上述奇怪现象，特别是在住建、公安、工

商、人社等与群众生活、企业经营息息相关

的领域，不乏个别公职人员与中介勾结、权

力寻租的现象。近来，多地纪检监察机关和

职能部门联动整治，着力斩断公职人员与

“黑中介”勾结的利益链条。

公职人员与中介等机构勾肩搭背的现

象之前就有，早些年有“红顶中介”出没，即

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具有一定审批权的组

织，或与政府主管部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协

会以及有公职人员“兼职”的组织，通过形形

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等，蚕食行政

审批权及相关利益。随着政府部门与相关

组织脱钩、违规中介“摘帽”等措施的落实，

还有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规范，

“红顶中介”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但在一些

地方也逐渐出现变种、换“马甲”现象，其本

质上仍是权力寻租。

比如，有的公职人员用刁难、暗示、推荐

等手段，将办事群众或企业推向某些中介然

后自己吃回扣；有的地方公积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接受中介请托，为他人在系统后台插

队或违规提取公积金；有的地方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联合中介绕开房屋限购政策、车牌指

标摇号规则等，为他人大开绿灯……小到处

理交通违法信息、办理就近入学，大到贷款、

办行政审批，甚至骗取政府补贴、拿下招投

标等，部分中介因“背靠大树”而比常人“更

有办法”。某些公职人员借手中权力，脚踏

“政府”和“市场”两条船，谋取私利，减损着

民众的信任，甚至伤及一方政府形象及营商

环境。

“黑中介”在一些地方神出鬼没，离不开

公职人员的合作。一些公职人员坐歪了立

场，无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甘于被

围猎。同时，办事流程、规则不够公开透明，

群众监督力量不足，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有

些地方“花钱办事”甚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而在被破坏的政务服务环境中，民众的诸多

正常诉求都可能被引向不正常的办理途径。

口碑的积累向来不易，或许一百次优质

服务换来群众“还不错”的评价，会在一次与

中介的“勾肩搭背”时瞬间崩塌。某种程度

上，“黑中介”生意越是风生水起，相关地方

简政放权过程和公职人员身上的问题就会

越多，给民众和企业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公平竞争环境、有序发展规则、百姓获得感

等都可能遭受连带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

会共同指向政府形象受损和公信力的降低。

简政放权，是为了给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做“加法”，而个别公职人员与“黑中介”勾连

给自己的利益做“加法”、给群众办事添麻

烦，这无疑与“放管服”改革的初衷背道而

驰，必须坚决惩治。

当前，很多地方的行政事业单位与中介

服务机构已经脱钩，一些事务性管理服务通

过 市 场 化 方 式 委 托 给 中 介 机 构 等 社 会 力

量。因此，探索既符合政府剥离中介属性职

能、推进机关事务服务社会化改革的要求，

又能满足办事主体灵活需求的服务模式，十

分必要。近年来，广东、江西等地纷纷探索

“中介超市”模式（即为中介服务提供网上交

易和信用管理的平台），程序公开、过程透

明、机构自选，值得借鉴。

斩断公职人员与“黑中介”的勾连，需要

畅通民众投诉举报渠道，需要建立深挖、追

责的震慑机制和中介机构惩戒、退出机制，

让公职人员不敢以权谋私，让“黑中介”在逾

越雷池前掂量掂量违法违规的代价。

再小的权力，也不允许勾连私利。呵护

政府公信力，维护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办

事环境，这事不能含糊。

多少次好评也抵不住一次勾连“黑中介”带来的伤害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多少次好评也抵不住一次勾连“黑中介”带来的伤害
本报评论员 吴迪

“黑中介”生意越是风生水起，
相关地方简政放权过程和公职人
员身上的问题就会越多，给民众和
企业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公平
竞争环境、有序发展规则、百姓获
得感等都可能遭受连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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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筱晓

眼下的内蒙古草原牧草丰盈牛羊
壮，正是一年中最适宜旅游的季节。但
显然并不是所有游客都能赢得草原的
欢迎。

媒体报道显示，8 月 13 日，多名到
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游客将车停在
陈巴尔虎旗公路边的草原上，牧民上前
劝离，游客不但不听，还多次用“这是你
家草原啊”等言语辱骂牧民，甚至试图
抢夺牧民手中拍摄视频的手机。

8月 15日，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对此
事进行了通报——王某某某等人对自
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网络上公开
向公众赔礼道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王某某某等3人
处以行政罚款处罚，对越野车驾驶员王
某某、赵某进行批评教育。

游客让草原“很受伤”，这样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发生。2019年，为找到驾驶
越野车碾压草原的外地游客，当时的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长在社交媒
体上直播公开征集线索；2020年8月，一
张姓游客驾车碾压呼伦贝尔草原，破坏
草原面积2.93亩……

或许有人认为，草原最不缺的就是
草，踩一踩、压一压不用大惊小怪。殊不
知，在内蒙古每一株草都弥足珍贵。这
些草场多为牧民个人承包，牧草遭到破
坏就可能影响牛羊的草料供给，进而影
响牧民当年的经济收入。保护还是践踏
草原，关乎的不止一家一户的利益，还有
当地乃至周边省份的生态环境。

因在社交媒体“死磕”碾压草原者而
走红的原多伦县县长曾说：“几乎没有哪
个多伦人没有参与过治沙止漠。”受自然
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多伦县早年基本
寸草不生，植被恢复全靠20多年来人工
植树植草。类似的情况，在内蒙古多地
都存在。为了防风固沙，为了让下一代、
再下一代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无数科研
人员、工作人员和普通牧民为恢复土地
活力、改良草种品质以及管理养护草原
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许草场的价值比
不上经数十上百年才形成的丹霞地貌、
钙化景观，但与后两者一样，草原也是破
坏起来简单、恢复起来很难。

在我国，破坏草原不仅是素质问
题，更是法律问题。根据草原法的规
定：非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
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或者从事地质
勘探、科学考察等活动未按照确认的行
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破坏
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
植被，可以并处相应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2019年的多伦和2020年呼
伦贝尔的两起碾压草原事件，违法者都受到了罚款、恢复植被
等处罚。

外出旅游，许多人会提前做好景点、美食攻略，但往往忽
略了对当地风俗民情的了解。在不同的地方，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是有“规矩”的，事先知晓并在旅游途中随时
注意，也是一门“必修课”。

近年来，文明旅游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但依然有不
少人不知深浅、放飞自我。自2016年《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截至去年 7 月，已有 38 人被纳入

“国家级”的旅游不文明行为“黑名单”。同时，北京、南京、西
安等地均出台了游客不文明行为管理办法，将破坏公共环境
卫生、损毁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等情形纳入“个人旅游档案”，
记录期内，相关人员将被限制进入规定的旅游景区及不予办
理组团出境等服务。

去草原越野不该变成撒野，放松也不能演变为放纵。美
景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破坏的，希望这一简单的道理能被
更多人知悉并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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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须虫

据 8 月 15 日《华西都市报》报道，近日有

微信公众号推文称，四川攀枝花芒果“大量

滞销”，农民“亏得血本无归”。当地市场监

管部门随后回应称，当地没有出现芒果滞销

的情况，这种行为是“卖惨营销”。记者调查

发现，攀枝花、凉山地区的芒果、石榴、苹果

等农产品，都曾有过被“卖惨”的经历。

相对来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更弱，加之人们对农户的一些固有印象，渲

染农产品滞销、农民要亏本，更能激发众多

网友的同情心，进而调动其购买热情，“卖

惨”由此成为一些农产品电商营销的主要伎

俩之一。

虚假的“卖惨营销”，虽然可能在短时间

内带动农产品的快速销售，但从长远看，恐

怕会给当地整个农产品市场以及所有农户

的利益造成损害——如此营销不仅透支了

公众信任，污化了当地农产品的声誉，而且

可能扰乱农产品正常的市场销售秩序。

此外，营造出来的“滞销”假象，可能会

整体拉低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所有农户

预期的利润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卖惨

营销”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属恶意投机“抢

跑”，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对此，有专

业人士认为，不管是无中生有还是夸大事

实，根本不能算是营销，而应该算作造谣。

正因此，不少地方和有关部门都曾开展

针对“卖惨营销”等虚假助农信息和行为的

专项整治行动。不过，对“卖惨营销”的处理

基本是以辟谣、删稿，或是封禁相关账号为

主，很少有商家和人员因此受到法律惩处。

不难看出，较低的违规成本很难从根本上遏

制投机营销的冲动。

从长远来看，治理农产品“卖惨营销”还

需加密法治栅栏，给电商营销行为划红线、

标底线。一方面，要从保护农产品网上销售

的角度出发，明确电商营销行为的负面清

单，比如禁止商家利用与产品无关的背景进

行推销，防止其乱打“爱心牌”滥用；压实网

购平台主体责任，要求其及时对不实信息进

行删除屏蔽。

另一方面，要细化对虚假宣传的监督执

法。“卖惨营销”大多涉及虚假宣传，广告法

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

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有关部门要依据这

些规定，细化对“卖惨营销”行为的认定及处

罚办法。从规范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卖惨

营销”还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如相关行为

已触法，还须对相关商家进行调查与惩处。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需要提高谣言甄别

能力，不信谣不传谣外，还应根据自身能力

和需求消费助农产品，尽量选择正规平台和

渠道购买，防止爱心被利用、别滥用。

农产品动辄“滞销”？“卖惨营销”该管管了

杨玉龙

距离中秋佳节越来越近，琳琅满目

的月饼已经在各大商超、电商平台全面

上市。日前，记者调查发现，天猫故宫博

物院文创旗舰店销售的月饼礼盒不仅包

装繁琐，而且还搭售月球灯。8月 12日，

记者在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看到一款

“故宫月饼 山河同照宫灯版中秋礼盒”

正在预售，价格为 499 元。（8 月 15 日《中

国消费者报》）

文创月饼，的确迎合了一些人的消

费需求。为中秋月饼注入更多文化元

素，通过文旅跨界融合，让精美的文创产

品搭上月饼的便车，走进千家万户，是时

下不少地方推广文化产品的常见做法。

相关数据显示，到 2022 年，中国月饼市

场会成长为一个突破 200 亿元、产量达

到 35万吨的“大月饼”。此情形下，一些

商家自然也乐于分一杯羹。

文创月饼虽然新潮、受市场青睐，

但发展的路子不能走偏。此前曾有媒

体报道，月饼文创成风尚，但高昂价格

更吸睛。

根据今年 5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GB23350—2021）国家标准第 1 号

修改单，以及 6 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

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从

8 月 15 日起，月饼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

过 3 层，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其

他产品混合销售。可见，对天价月饼和

过度包装，监管部门已经亮明了态度。

既然文创月饼标榜是要让公众体验

到文创产品背后的特色文化，那在价格

上就应该亲民一些。假借文创月饼拼脑

洞、比心思，打着卖月饼的旗号卖礼盒、

卖其他礼品，恐怕与相关部门的要求不

符，也有违治理的初衷。

其实对于文创月饼来说，消费者更

关注的还是品质和内涵。一方面商家须

注重食品安全——面对大众消费市场以

及越来越细分的消费领域，产品质量始

终应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月饼可以创

新，但不能在“创新”中变味，不能沦为天

价月饼的新变种。

虽然月饼是一种情感属性较强的商

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人际纽带作用，但其

终究是食品，价格公道、实惠，品质过硬，

才能真正走进民心。

文创月饼

别成天价月饼新变种

张淳艺

110 平方米的房子，到手却发现套内面

积只有 60多平方米；购房时销售人员口头承

诺 的 31% 公 摊 面 积 ，收 房 时 却 变 成 了

46%……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公众对于购房

时需要承担公摊面积费用多有诟病，不少人

担心存在“消费暗区”。在这样的背景下，近

年来一种声音甚嚣尘上——取消公摊面积制

度。（见 8月 16日《法治日报》）

从进入商品房时代开始，我国普遍实行

的是由购房者分摊部分共有建筑面积的做

法。2001 年起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规定，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组成，套内建筑面积部

分为独立产权，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部分为

共有产权，买受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

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客观而言，近年来，商品房公摊面积呈扩

大趋势——从最初的 10%以下，到现在动辄

30%、40%。这与商品房提档升级、增加电梯

数量、公共区域面积增加等因素有关，也与开

发商公摊面积计算不透明、暗箱操作等有

关。一些购房者质疑公摊面积是在为不属于

自己的公共空间买单，并且每年交的物业费、

供暖费等都要继续为公摊部分买单。正因

此，近年来关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渐高，也

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公摊面积，将实际

公摊面积成本核算到实用面积之中。

取消公摊面积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已经

购买房产的人来说，其会面临房产证变更的

问题，而重新测量面积和变更手续工作量很

大。同时，现行的物业费、暖气费等费用也都

是以建筑面积计量的，取消公摊面积可谓牵

一发动全身。而且一刀切取消公摊面积，可

能会直接影响开发商对公共区域的投入，进

而影响小区的居住环境和整体品质。

事实上，对商品房来说，公摊部分是客观

存在的，公摊面积制度本身并没有原罪。在

建房成本既定的前提下，按建筑面积计算还

是按使用面积计算，只是单价不同，消费者要

付出的购房成本是相对固定的。

公摊面积制度备受诟病，主要是因为“乱

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收益”等问题。

一方面，少数开发商随意变更约定的公摊面

积，导致实际得房率低于预期，甚至有开发商

将地下车位出售给购房者后，又将地下车位

计入公摊面积向购房者分摊费用。另一方

面，按照规定，业主对于公摊面积部分享有权

利，但现实中，公摊面积上设置广告、车位等

带来的收益，很少有业主享受到。

相比取消公摊面积，完善相关规定无疑

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比如，厘清公摊

标准——通过明确公摊面积的最大比例、收

费标准、测量方式等，减少、避免相关争议；引

进惩罚赔偿机制——有专家建议，对开发商

随意扩大公摊面积、超过合理误差的，可以参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要求其给予购房人公摊面积费用一定倍数的

赔偿；落实公摊收益——有关部门和业委会

应监督物业，按照民法典及相关规定，将业主

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

由业主共享，让业主在为公摊面积埋单的同

时也能从公摊面积中受益，等等。总之，办法

应该比困难多。

郭元鹏

据 8月 16日《江海晚报》报道，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

作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年轻人为减压或寻求情感寄托，会在日

常生活中饲养变色龙、刺猬、蜜袋鼯、柯尔鸭、芦丁鸡、水獭等

另类宠物。不少人还通过短视频平台、朋友圈晒它们，赚取了

不少流量。

饲养宠物，一定层面上来说是爱心的体现。但也并非想养

什么就能养什么，这背后还涉及生态和谐、健康隐患、邻里安宁

的问题。因此，一些人认为，饲养另类宠物也需要像饲养传统宠

物那样，有个基本的规矩，否则这很可能成为一场“危险游戏”。

2018年 7月，陕西渭南曾有女孩被网购的银环蛇咬伤，意

识模糊送往医院抢救后，最终被宣布脑死亡，而当时这种“宠

物眼镜蛇”在不少电商平台都有销售，其中不乏保护物种和有

毒物种。

2021 年，国家九部门联合启动全国红火蚁防控行动。红

火蚁跟普通蚂蚁不一样，其是检疫性有害生物，可能对农业生

产、人畜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根据生物检疫管

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其被严格禁止调运、运输、传播，然而在一

些网络平台红火蚁被当成“另类宠物”进行买卖。

由此不难看出，饲养另类宠物的隐患不小。往小了说，可

能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往大了说可能导致外来物

种侵袭，进而破坏自然资源。

此外，一些另类宠物实际上属于国家野生保护动物，禁止

买卖更不允许邮寄，如果一些人对这些真实情况不够了解，很

可能会因此触犯法律，而平台违规发布此类信息可能承担连

带责任。可见，对个人来说，养另类宠物绝不是一件可以心血

来潮、任性为之的事情。

随着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人情疏远、社交恐惧等因素，

一些人把情感寄托在了宠物身上，可以理解。问题是，饲养的

宠物越来越奇葩，甚至连外来物种都进入了家庭，这种情况必

须引起重视。有关部门要根据一些新趋势、新情况，及时制

定、完善相关规定，从另类宠物的种类、管理、健康、生态等方

面对这类饲养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比如，有人建议有关部门

出台另类宠物黑白名单，以加强对公众的引导。

总之，不能放任饲养另类宠物酿出种种祸事。

是时候给饲养另类宠物立规矩了


